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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單題（1〜55題） 

(   ) 1. 觀光局推出探索圖(一)中十個島嶼的活動。小蘭的

外國朋友想來臺灣進行島嶼旅遊，她為友人規畫了

下列行程：先浮潛、欣賞當地原住民的地下屋及品

嘗飛魚料理；接著

欣賞柱狀玄武岩

及石滬景觀；最後

欣賞國家公園內

的戰地風光及風

獅爺文化。上述行

程依序應為右圖

中哪些島嶼？ 

(A)○1 →○2 →○4  

(B)○2 →○7 →○9  

(C)○3 →○5 →○8  

(D)○4 →○6 →○10  

 (   )2. 表(一)為臺灣

四家企業為了

提升競爭力而

採行的方法，

其中何者主要

是為了達到增

加產品附加價值的目的？ 

(A)甲 

(B)乙 

(C)丙 

(D)丁 

 (   )3. 圖(二)為 1946 年至 1995

年臺灣月平均晒鹽產量統

計圖，其中某些月分的產

量明顯較低。根據臺灣晒

鹽產區的氣候特性判斷，

造成這些月分產量較低的

氣候因素最可能為下列何

者？ 

(A)蒸發較弱 

(B)降雨量較多 

(C)風力較強勁 

(D)日照時數較短 

 (   )4. 中國某一跨海大橋於 2018 年完工，其連結了中國

兩個特別行政區及一個經濟特區，可縮短往來三地

的距離，及強化三地經濟社會的交流。上述跨海大

橋應位於下列哪條河川的出海口？ 

(A)珠江 

(B)長江 

(C)海河 

(D)黃河 

(   ) 5. 圖(三)為某座山山頂附近的

等高線地形圖。小明攀登至

★處時，有兩條登頂路線可

以選擇，甲路線長度 1,150

公尺、乙路線長度 1,300 公

尺。小明決定選擇乙路線登

上山頂，他的考量依據最可

能為下列何者？ 

(A)甲路線起迄點高度差較大 

(B)乙路線登山步道相對較緩 

(C)甲路線位在河谷視野較差 

(D)乙路線位在山脊視野較佳 

(   ) 6. 考古學者在臺灣東部發現距今約三萬年前的史前

人類生活遺跡，推估當時的人們已經懂得打製粗糙

的石器，但還沒有磨製石器的技巧，也不懂如何蓋

房子，而是住在天然的洞穴裡。這些史前人類最可

能以下列何種方式維持生活？ 

(A)牧養牛羊 

(B)採集漁獵 

(C)種植稻米 

(D)圈養家畜 

 (   )7. 圖(四)是某一中國

現代史攝影專輯的

部分內容，圖中所

呈現的景象，最可

能與下列何者有

關？ 

(A)大躍進 

(B)抗美援朝 

(C)改革開放 

(D)文化大革命 

 (   )8. 圖(五)呈現不同年分，二地

商人運回歐洲的香料重量

估計值。圖中的變化，最

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？ 

(A)文藝復興的出現 

(B)工業革命的興起 

(C)海外新航路的發現 

(D)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滅亡 

 (   )9. 以下是一位外國記者對臺灣的記錄：「在插滿了新

國旗的建築物內，擠入了許多情緒高昂的人們。新

國旗以藍色為背景，中間有隻黃色老虎，尾巴翹得

半天高；官員與群眾燃放鞭炮互相打氣。……直到

日本軍艦在沿岸偵察的消息傳來，群眾像被潑了盆

冷水般紛紛走避，官員則退入房內商量對策。這時

大家才發現，想要爭取建立新的政權，除了升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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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鞭炮以外，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」上述

內容與下列何者最為相關？ 

(A)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

(B)《馬關條約》的簽署 

(C)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 

(D)臺灣省政府發布「戒嚴令」 

(   )10. 「十七世紀時，臺灣某地區的許

多原住民能夠閱讀西班牙文，而

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，荷蘭人在

此地區探查金礦時，需要會說西

班牙話的人才，並且以銀幣作為

餽贈原住民的禮物。」此地區最

可能位於圖(六)中何處？ 

(A)甲 

(B)乙 

(C)丙 

(D)丁 

(   )11. 在咖啡廳打工的大牛，自從年齡不受《勞動基準法》

童工規定的保護後，老闆開始要求他每週五加班到

凌晨。某日，大牛與客人發生衝突，因而被移送少

年法庭審理。根據上述內容判斷，下列關於大牛的

敘述何者最適當？ 

(A)屬於無責任能力人 

(B)屬於完全行為能力人 

(C)可能受到保護管束處分 

(D)可能被處以十五萬元罰鍰 

(   )12. 小皇為了繳交某一主題的課堂報告，蒐集了下列三

則新聞報導： 

 

根據上述內容判斷，這篇報告所要探討的主題與

下列何者最相關？ 

(A)家庭功能的變化 

(B)家庭成員的改變 

(C)社會教育的重要性 

(D)社會救助的迫切性 

(   )13. 我國中央政府基於五權分立、相互制衡的理念而運

作，某些職務雖具有其法定職權，但行使職權時經

常需要取得其他機關的同意才能完成，例如緊急命

令的發布就包含了許多法定程序。下列何者與上述

事例的運作流程無關？ 

(A)總統 

(B)行政院 

(C)立法院 

(D)司法院 

(   )14. 近來許多地方政府重新整頓閒置空間，每逢週末舉

辦藝文活動，並對外進行攤位招商，有時還搭配煙

火秀吸引遊客。由於此舉易造成周邊交通壅塞，加

上地方財政困窘，因而輿論對此作法有諸多批評，

但不少地方政府仍持續舉辦相關活動。下列何者最

可能是上述地方政府作為的目的？ 

(A)籌措地方自治財源 

(B)提供人民社會福利 

(C)維護自然環境資源 

(D)保障民眾言論自由 

(   )15. 圖 (七 )是某機關

發布之管理計畫

的部分內容，該機

關將據此管制指

定觀光地區的活

動範圍、時間及遊

客行為。下列關於

此管理計畫的敘述何者最適當？ 

(A)限制了觀光遊客的人身自由 

(B)將影響漁撈工作者的財產權 

(C)管制行為有助於維持經濟秩序 

(D)實施管制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

(   )16. 森林的消失受各種

不同的自然及人為

因素影響，大規模種

植作物為重要的因

素之一。圖(八)為某

國際組織運用衛星

影像資料，推算非洲

三個國家自 2001 至

2014 年森林消失面積的統計資料。圖中森林面積

的變化最可能反映何種作物的大量種植？ 

(A)小麥 

(B)可可 

(C)棉花 

(D)橄欖 

(   )17. 1942 年，中國的對外

陸上交通被日軍阻

斷，所以開闢了一條

空中通道，由甲地運

送戰略物資至雲南  昆

明，如圖(九)所示。該

航線因受限於當時螺旋槳飛機的性能，僅能順著山

峰與谷地飛行，軌跡高低起伏狀似駝峰而被稱為

「駝峰航線」。根據上文，該航線應是越過下列何

者？ 

(A)天山山脈 

(B)青藏高原 

(C)橫斷山脈 

(D)內蒙古高原 

(   )18. 下列是不同月分到某地旅遊應注意的事項：「一月

溫度較低且降雨機率高，記得準備厚外套、手套、

圍巾和雨具；四月時山花漸開，下雨的機率漸減；

七、八月氣候偏乾且日照強烈，需注意防曬；十月

起天氣漸涼，早晚溫差大，且雨水漸多，可帶件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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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套。」該地最可能是下列何種氣候類型？ 

(A)熱帶莽原氣候 

(B)溫帶大陸性氣候 

(C)夏雨型暖溫帶氣候 

(D)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

(   )19. 臺灣目前有四個國家

風景區在其範圍內設

置有北回歸線標誌，包

括花東縱谷、東部海

岸、澎湖以及雲嘉南濱

海國家風景區。表(二)為上述四個北回歸線標誌設

置地點的經緯度，何者位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

範圍內？ 

(A)甲 

(B)乙 

(C)丙 

(D)丁 

(   )20. 為促進太陽能產業的發展，印度與法國於 2015 年

宣布推動國際太陽能聯盟，計畫讓 121個擁有豐富

太陽能資源的國家加入，提供資金協助成員國發展

乾淨且負擔得起的太陽能發電。上述 121個國家最

不可能位於下列何地？ 

(A)阿拉伯半島 

(B)玻里尼西亞 

(C)加勒比海地區 

(D)斯堪地那維亞半島 

(   )21. 圖(十)呈現某一時期東亞部分國家的都城規畫，以

及交流路線示意圖。根據內容判斷，圖中的路線最

可能是下列何者？ 

 

(A)鄭成功船隊在東亞的貿易路線 

(B)耶穌會教士在東亞的傳教路線 

(C)甲午戰爭時日本進攻中國的路線 

(D)唐朝時日本使者前往中國的路線 

(   )22. 小民蒐集中國近代某一歷史事件的四份相關資

料，如表(三)所示。表中的「資料一」最可能是下

列何者？ 

 

(A)太平軍正向北方發展，勢力從南京向首都北京地

區蔓延 

(B)大學生罷課、結隊在全城遊行，並聚集至親日官

員住宅抗議 

(C)義和團燒毀天主教堂、美國傳教團體的房舍，以

及海關外國雇員的住所 

(D)武昌已經宣布成立共和政權，革命軍隊準備和來

自北方的清朝軍隊作戰 

(   )23. 下列為兩本不同時代史書對中國  長江中下游某地

景觀的描述： 

史書一：「地廣人稀，以稻米為飯，以魚類為菜，

採行火耕等原始的耕種方式。人們沒有

積蓄，……既無挨餓受凍之人，也無千

金富戶。」 

史書二：「水澤廣闊，良田廣茂，桑樹遍野，田地

與溝渠綿延相望，村舍錯落，田間小路

交織，好像美麗的刺繡。」 

上述轉變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為密切？ 

(A)張騫通西域 

(B)「六朝」的開發 

(C)坊市制度的廢除 

(D)「萬里長城」的修築 

(   )24. 以下是一位西方記者對時事的報導：「過去美 歐

人士在中國許多城市高高在上，不僅享有領事裁判

權保護，更有本國軍隊在中國駐紮。但『戰爭』改

變了一切，領事裁判權被取消，美  歐人士必須接

受中國司法管轄，他們逍遙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好日

子和地位，一去不復返了。」上述「戰爭」最可能

是指下列何者？ 

(A)鴉片戰爭 

(B)國民革命軍北伐 

(C)第一次世界大戰 

(D)第二次世界大戰 

(   )25. 圖(十一)為甲、乙、丙三人在社群網站的留言內

容。若三人在這段期間的投資報酬率高低關係為丙

＞甲＞乙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丙的留言內容？ 

 

(A)我的投資金額為 10 萬元，獲利金額為 2萬元 

(B)我的投資金額是甲的兩倍，但獲利金額與甲相同 

(C)我的獲利金額和甲相同，但投資金額只有甲的一

半 

(D)我的獲利金額是乙的一半，投資金額也只有乙的

一半 

(   )26. 甲國為了降低國

內吸菸人口，針對

每包菸品課徵售

價 30%的菸稅，而

自 2017 年起更提

高至 50%。圖(十二)

是新制上路前後，國內菸稅金額的變化情況，根據

圖中資訊判斷，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說明 201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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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時所發生的變化？ 

(A)比較利益 

(B)預期心理 

(C)供給法則 

(D)受益原則 

(   )27. 小蔡多次趁消費時詐騙某一店家財物，老闆不甘受

騙報警處理。雖然小蔡遭逮後深表懊悔，並賠償店

家損失達成和解，老闆也決定不提出告訴，但警方

仍依法將他移送法辦，最後小蔡遭法院判處罰金。

上述小蔡與老闆達成和解，以及被法院判罰的部

分，依序屬於下列何種類型？ 

(A)行政案件、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

(B)民事事件、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

(C)行政案件、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

(D)民事事件、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

(   )28. 金芳工廠評估三種營運

策略的收支情況，如表

(四)所示。若僅考量利

潤，該工廠的最佳選擇是

「維持現狀」，且此選擇

的機會成本是「增產乙產

品」。根據上述內容判斷，表中「☆」處的數值，

最可能為下列何者？ 

(A)80 

(B)70 

(C)60 

(D)50 

(   )29. 圖 (十三 )中的甲地為

美國退役飛機存放的

地點之一，以便這些飛

機做後續的處置與再

利用。根據當地的地理

環境特色判斷，選擇該

地點存放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？ 

(A)位於加州 矽谷，維修人力充足 

(B)地處北美大平原上，地廣人稀 

(C)氣候乾燥少雨，避免零件鏽蝕 

(D)鄰近墨西哥灣，利於拆解轉售 

(   )30. 圖(十四)是以每 5 歲為一

級距，統計 2013年世界各

年齡層人口數的示意圖，

其中不同顏色代表不同洲

的資料。圖中丙應為哪一

洲？ 

(A)非洲 

(B)亞洲 

(C)歐洲 

(D)中南美洲 

(   )31. 「飛行釀酒師」是一個特別的行業，他們搭乘飛機

穿梭在全球各地的葡萄園提供技術指導，尤其是在

秋季葡萄採收時最為忙碌。某一釀酒師在澳洲葡萄

採收的季節前往該國協助，則他在澳洲停留的月分

最可能為下列何者？ 

(A)1、2月 

(B)3、4月 

(C)6、7月 

(D)9、10月 

(   )32. 歐洲兩大河流藉由某一

運河相互連結，以提升

河流的航運價值。甲港

口為該運河上重要的轉

運樞紐，表(五)為 2016

年兩條河流流域內各國

與甲港口之間的船舶貨

運量。由表中資訊判

斷，可推論出其中一條

河流的貨運量較大，該

河流應是注入哪個海

域？ 

(A)北海 

(B)黑海 

(C)地中海 

(D)波羅的海 

(   )33. 「早期，臺灣中部山區的原住民開墾坡地時，會先

砍伐樹木，待其充分乾燥後點火焚燒，坡地因此留

下不少灰燼，可作為肥料。首年的收穫相當可觀，

但通常僅能耕作 3至 5年，便須遷移到其他坡地，

再以相同方式開墾。」上述農墾方式最可能也出現

在下列哪一地區？ 

(A)印尼 蘇門答臘島 

(B)埃及 尼羅河三角洲 

(C)加拿大 拉布拉多高原 

(D)俄羅斯 西伯利亞山地 

(   )34. 「通風廊道」主要

由公園與綠地組

成，其規畫是為了

引 導 都 市 外 涼

爽、乾淨的空氣流

入都市，以緩解都

市中心悶熱、汙濁的空氣環境，廊道走向主要與當

地盛行風向一致。圖(十五)為中國季風氣候區內某

都市的風向頻率圖，根據該都市最主要的風向判

斷，其通風廊道的規畫最可能接近下列何者？ 

(A) (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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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(D) 

    

(   )35. 歷史上某種組織的設立目的，是為了保護城市同業

會員的利益，其作法包括：(1)禁止非會員營業；(2)

會員間有互助救濟的責任；(3)規定價格、品質、

工資、工作條件，以限制競爭。此種組織最可能是

下列何者？ 

(A)中共人民公社 

(B)蒙古帝國的驛站 

(C)唐代的市舶司 

(D)中世紀西歐行會 

(   )36. 歷史老師上課時，使用圖(十

六)講解某一史事所造成的影

響，圖中的「？」最可能是

下列哪一史事？ 

(A)美國獨立戰爭 

(B)英國光榮革命 

(C)拿破崙向外擴張 

(D)俾斯麥推動國家統一 

(   )37. 圖(十七)是一張戰爭期

間發給的通行證部分內

容，此通行證最可能使

用於何時何地？ 

(A)鴉片戰爭期間的打狗 

(B)英 法聯軍期間的安平 

(C)中 法戰爭期間的基隆 

(D)甲午戰爭期間的澎湖 

(   )38. 小芳撰寫「臺灣糖業發展」的課堂報告，想討論在

十九世紀中後期臺灣糖業所發生的變化，下列何者

最能夠呈現當時的變化？ 

(A)新式糖廠用縱貫鐵路運送蔗糖 

(B)興建嘉南大圳使甘蔗產量增加 

(C)蔗糖可由洋行收購，銷往國外 

(D)臺灣開始種植甘蔗，發展糖業 

(   )39. 「吳生是徽州人，參加科舉考試屢屢失利，但他沒

有放棄金榜題名的希望。為了糊口謀生，在這個徽

州商人活躍於全國，形成商幫組織的時代，他未從

商而選擇行醫。有一年，吳生遠赴省城參加鄉試，

卻遇上了身體不適的老友上門求診，結果老友得以

痊癒，自己卻又再度名落孫山。終其一生，他雖未

能如願中舉，但卻成為一位良醫。」上文中的吳生，

最可能是下列何時的讀書人？ 

(A)西漢時期 

(B)隋 唐時期 

(C)北宋時期 

(D)明 清時期 

(   )40. 圖(十八)是某戰爭中，交

戰雙方(陣營一、陣營二)

各成員國的軍隊陣亡人

數圖。圖中的甲與乙最可

能分別是哪兩國？ 

(A)甲：美國，乙：德國 

(B)甲：德國，乙：俄國 

(C)甲：日本，乙：中國 

(D)甲：俄國，乙：美國 

(   )41. 有一本 1926 年出版的書籍，對於臺北名勝介紹如

下：「圓山公園位在距離臺北車站 1.8 哩之處，隔

基隆河與臺灣神社相望，樹木繁盛，滿山翠綠。園

內有市立動物園，動物園飼養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珍

禽異獸，遊覽者眾，此動物園被公認是國內的五大

動物園之一。」上述內容中「國內的五大動物園」

最可能還包括下列何地的動物園？ 

(A)上海 

(B)馬尼拉 

(C)京城(首爾) 

(D)巴達維亞(雅加達) 

(   )42. 圖 (十九 )是一則網

路新聞報導，根據圖

中內容判斷，在此案

的處理過程中，最可

能會出現下列何種

情況？ 

(A)大法官對案件進行公平審理 

(B)檢察官主導案件的偵查工作 

(C)消保官追訴負責人的犯罪行為 

(D)書記官協助業者進行調解事宜 

(   )43. 阿治在網路上分享自己潛水過程中觸碰綠蠵龜的

影片，引發了爭議。由於他隨意觸碰保育類動物的

行為，涉嫌違反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，一旦確定行

為違法，最重將可能面臨有期徒刑的處罰。根據上

述內容判斷，若阿治遭罰但不服，他採行下列哪一

方式進行權利救濟最適當？ 

(A)向相關單位提出請願 

(B)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

(C)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 

(D)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

(   )44. 某機關希望縮短使

用者的停車時間，

提高停車場車位的

流動率，使車位能

讓更多洽公民眾使

用，因此設計新的停車費率，如表(六)所示。該機

關設定表中停車費率所運用的經濟學概念，與下列

何者最相似？ 

(A)慶祝擴大營業，全店半價促銷 

(B)物價持續上漲，貨幣價值降低 

(C)提高銷貨收入，增加公司利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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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香蕉價格下跌，種植農民變少 

(   )45. 表(七)內容為燕

玲在日常生活中

所碰到的四種情

況。根據表中內

容判斷，哪二種

情況隱含「外部

成本」的概念？ 

(A)甲、乙 

(B)丙、丁 

(C)甲、丙 

(D)乙、丁 

(   )46. 有鑑於以往選舉活動過於密集，除了選務工作須花

費大量成本外，也容易造成社會紛擾，於是我國目

前採用每隔兩年交錯的原則，分別辦理中央層級與

地方層級公職人員的選舉。根據表(八)內容判斷，

以民國 107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為例，「」

代表可領取該項選舉選票，若小華具有此次選舉的

投票權，下列何者是他依法可能領取的選票組合之

一？ 

 

(A)甲 

(B)乙 

(C)丙 

(D)丁 

(   )47. 小毛：「老師，為什麼每年學校都要送應屆考生包

子、蛋糕和粽子的餐盒？」老師：「因為包子、蛋

糕和粽子的諧音為『包高中』，寓有對考生祝福吉

利的意思。」 

上述學校作為所隱含的社會規範，其性質與下列何

者最類似？ 

(A)除夕當晚家家戶戶團圓圍爐 

(B)遛狗時隨手清理愛犬的糞便 

(C)許多阿拉伯人每日都做禮拜 

(D)騎車時使用手機會被開罰單 

(   )48. 表(九)是我國某一項公職人員選舉的開票結果。根

據表中內容判斷，此項選舉所選出的公職人員應具

有下列何項職權？ 

 

(A)依法公布法律、命令 

(B)編列中央政府的預算 

(C)質詢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 

(D)提出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 

(   )49. 圖(二十)顯示 2008

至 2014 年臺灣不

同規模的國小校

數變化，此種變化

趨勢與下列哪一

臺灣社會現象的

關係最密切？ 

(A)國內的生育率下降 

(B)外籍配偶人數增加 

(C)國民義務教育延長 

(D)隔代教養家庭增加 

(   )50. 某內閣制國家在國會大選結束後，該國最大黨因與

其他政黨在移民、環保政策等問題上難以達成共

識，導致遲遲無法組成聯合政府。根據上述內容判

斷，下列何者最可能為該國的選舉結果？ 

(A) (B) 

  
(C) (D) 

  

(   )51. 2018 年的「世界音樂節@臺灣」邀請了世界各地

的音樂團體來臺演出，其中來自厄瓜多的樂團帶來

安地斯山風情的音樂，讓我們可以藉此欣賞該國的

文化特色。上述文化特色最可能為下列何者？ 

(A)中東新樂曲 

(B)印加傳統音樂 

(C)寶萊塢歌舞劇 

(D)愛爾蘭踢踏舞樂 

(   )52. 圖 (二十一 )甲處自西

元前四世紀至西元七

世紀，官方使用的文字

因外來統治者改變而

有所不同，這些官方文

字使用時間的先後順

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 

(A)希臘文→拉丁文→阿拉伯文 

(B)希臘文→阿拉伯文→拉丁文 

(C)阿拉伯文→拉丁文→希臘文 

(D)阿拉伯文→希臘文→拉丁文 

(   )53. 以下是一位學者對於歷史上某次政治改革所做的

評論：「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，皇帝頒布；修正

權屬於國會；皇帝權力以憲法規定者為限。上述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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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規定雖限制了部分皇權，卻仍然強調皇帝神聖不

可侵犯，對於人民的民主權利隻字未提。」根據內

容判斷，推行上述政治改革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 

(A)1860 年的太平天國 

(B)1911年的清朝政府 

(C)1947年的國民政府 

(D)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

(   )54. 某年世界新生兒性別比為

106，圖(二十二)是同年甲、乙、

丙三個國家新生兒性別比的數

據。根據圖中資料判斷，下列

何者最可能是甲國社會現況的

敘述？ 

(A)戰亂頻仍，社會環境不夠穩定 

(B)重男輕女，性別刻板印象普遍 

(C)思想觀念開放，尊重多元性別發展 

(D)屬於母系社會，後代子女多從母姓 

(   )55. 表(十)是臺灣農工業產品，在外銷貿易額中所占的

比例。根據該表數據判斷，造成此變化的原因最可

能與下列哪一經濟措施有關？ 

 

 

(A)推動耕者有其田 

(B)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

(C)實施出口導向政策 

(D)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

二、 題組：（56〜63題） 

閱讀下列選文，回答第 56 至 57 題： 

約翰‧馬歇爾，畢業於英國 劍橋大學，曾經參與希臘 克

里特島考古遺址的挖掘工作。1902 年，他獲得大英博物館的

推薦，被派遣到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，擔任該地的考古局局

長。他熱衷考古，在派駐該地時，接續前人工作，繼續進行

多個古代遺址的挖掘，並對桑奇遺址展開復原及研究工作。

桑奇遺址主要由三座塔構成：大塔由阿育王所建的磚塔擴建

而來，相傳曾藏有釋迦牟尼的遺骨，而二塔、三塔則出土了

阿育王時代向外傳法的僧侶們及釋迦牟尼弟子的骨骸，這些

考古發現為阿育王致力於該宗教的信仰與傳播提供了實證。

同時，馬歇爾也推動制定《古代遺跡保護法案》，界定考古

的工作目標及範圍，確立了當地考古研究的基礎。 

(   )56. 上文提及馬歇爾被派遣到的「殖民地」，最可能是

下列何地？ 

(A)印度 

(B)越南 

(C)土耳其 

(D)澳大利亞 

 

(   )57. 文中雙底線處的遺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它被

指定為世界遺產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？ 

(A)彰顯伊斯蘭文化的擴張與融合 

(B)展現早期佛教建築藝術的特色 

(C)見證了殖民體系下的軍事防禦 

(D)保存了工業革命時的工廠形式 

閱讀下列選文，回答第 58 至 60 題： 

臺灣雲豹原始的棲息環境主要在海拔 1,500 公尺以下的

暖溫帶原始森林，在土地被大量開發之後，近幾十年來，牠

們似乎已經不見蹤跡，僅能從年長或有狩獵經驗的原住民口

中，蒐集到有關曾經捕獲或目擊到雲豹的資訊，而大多數受

訪者所指稱的地點多位於中央山脈南段的山區。有一群研究

人員為了尋找牠們，歷經三年多的調查雖一無所獲，但還是

以目前對雲豹的了解，嘗試繪製臺灣島上雲豹族群可能棲地

的分布圖，其繪製的原則與流程如下： 

【步驟一】首先把全臺灣海拔在 300 到 2,000 公尺之間、面

積超過 40 平方公里的森林篩選出來，定義為雲豹

的主要棲地。 

【步驟二】假設雲豹可以在距離 1 公里之內的破碎棲地間順

利移動，因此把距離主要棲地 1 公里以內面積不

足 40平方公里，但大於 4平方公里的森林，一併

納入最近的主要棲地範疇。 

【步驟三】距離村莊、部落 5 公里以內，或距離主要道路 3

公里以內的主要棲地不適合雲豹棲息，因而刪除

這些區域。 

(   )58. 根據上文判斷，臺灣雲豹原始的棲息環境主要為下

列何種天然植被？ 

(A)紅樹林 

(B)針葉林 

(C)闊葉林 

(D)高山草原 

(   )59. 文中多數受訪者目擊雲豹的地點為下列哪兩個原

住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區？ 

(A)布農族、鄒族 

(B)魯凱族、排灣族 

(C)泰雅族、賽夏族 

(D)太魯閣族、阿美族 

(   )60. 根據文中研究員繪製雲豹可能棲地的原則與流

程，其分布圖最接近下列何者？ 

(A) (B) 

  

 

 



 第 8頁，共 8頁 

 試題結束  

(C) (D) 

  
閱讀下列選文，回答第 61 至 63 題： 

食物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必需品，但世界上卻不是人人都

能夠吃飽喝足，因此，聯合國在 1945 年 10月 16日成立糧食

與農業組織，希望能有效管理全球糧食系統，讓更多人擺脫

飢餓；後來更進一步將這一天訂為世界糧食日，希望藉由訂

定這個主題日呼籲大眾關注糧食議題。 

聯合國關於糧食安全的報告顯示，目前全球約有 8 億人

面臨飢餓，相當於世界上每 9 人中就有 1 人正遭受飢餓，但

全球卻有約三分之一的糧食被浪費掉。由此看來，全球糧食

並非不夠，而是分配不均，因此，如何處理糧食分配不均和

食物浪費的問題，儼然已成為全球新的糧食議題。 

在臺灣，食物浪費的情形也很嚴重，根據環保署統計全

國廚餘量推估，國內每人每年平均浪費約 100 公斤的食物；

食藥署也曾調查指出，一年約有 3 萬 6 千公噸的食物商品被

當作垃圾處理。雖然臺灣目前沒有缺糧的危機，但糧食自給

率偏低，加上農地逐漸減少、食品安全及食物浪費的問題，

仍可能影響臺灣的糧食安全。 

有鑑於此，減少糧食浪費似乎比增加糧食生產更加迫

切，許多國家皆努力降低食物浪費的比率，臺灣自然也無法

置身事外。因此，從食農教育開始培養國人愛惜食物的觀念，

並推動安全的食物生產、提高糧食自給率，才能避免糧荒噩

夢到來。 

 

(   )61. 文中國際組織的分布區域及成員性質，與下列何者

最類似？ 

(A)歐洲聯盟 

(B)世界展望會 

(C)世界貿易組織 

(D)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

(   )62.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，下列何者最符合文中提及的觀

點？ 

(A)推動國際貿易可減少食物浪費數量 

(B)國內第一級產業就業人口逐年增加 

(C)推動理念層次變遷有助改善糧食問題 

(D)目前全球糧食總量呈現供不應求情況 

(   )63. 若小名要響應文中提及的主題日，下列何種作法最

適當？ 

(A)擔任社區老人共餐志工，從事公益服務活動 

(B)珍惜有限資源，落實廢棄物資源回收再利用 

(C)購買珍珠奶茶時，自備可以重複使用的環保吸管 

(D)參加食材零廢棄料理比賽，創造剩餘食材的價值 

 


